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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太陽百匯

平日9折，假日95折 

地址: 408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四段2號        電話: 04- 2386-3322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ckcgroup.com.tw  FB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kcfood 

注意事項： 
1.每卡限優惠6人(107.10.01~107.12.31) / 每卡限優惠5人(108.01.01~108.12.31) 
2.使用前請主動告知店家使用本優惠，並以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支付費用方享優惠，優惠折扣不包含10%服務費。
3.特殊節日不適用本優惠。 (特殊節日定義:春節除夕至大年初十及母親節當天及前一天)  
4.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，詳細優惠辦法詳洽店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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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兒紅婚宴會館紅點茶樓

平日9折，假日95折 

地址: 408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99號         電話: 04- 3600-6000 
商店網站: http://www.ckcgroup.com.tw/ckc_yourhome   
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aichung.yourhome/ 

注意事項： 
1.每餐限乙桌 
2.使用前請主動告知店家使用本優惠，並以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支付費用方享優惠，優惠折扣不包含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日不適用本優惠。 (特殊節日定義:春節除夕至初十及母親節當天及前一天)  
4.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，詳細優惠辦法詳洽店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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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潮鼎宴禮宴會館太陽百匯 

平日9折，假日95折 

地址: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一段298號        電話: 04-836-8000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ckcgroup.com.tw/ckc_goldenhall/ 

注意事項： 
1.每卡限優惠6人(107.10.01~107.12.31) / 每卡限優惠5人(108.01.01~108.12.31) 
2.使用前請主動告知店家使用本優惠，並以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支付費用方享優惠，優惠折扣不包含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日不適用本優惠。 (特殊節日定義:春節除夕至大年初十及母親節當天及前一天)  
4.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，詳細優惠辦法詳洽店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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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饗道國際自助餐 

平日午晚餐享8折優惠 

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      電話: 04-2706 1618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inskyhotel.com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 
3.假日及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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咕嚕貓咖啡旗艦館 

85折優惠 

並升等VIP會員資格 

地址:臺中市西區忠明里館前路６號       電話: 04-2323-9595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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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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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店地址: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818號商店 
電話:04-22586295 
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oconutforest/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oconutforest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oconutforest/


鐵克諾餐酒館 

9折優惠 

地址:台中市西區忠誠街79號       電話: 04-2321 3938 
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echno.bistro/ 

注意事項： 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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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樹先生-台中崇德店 

平日9折優惠 

地址:台中市北區崇德路１段２１２號      電話: 04-2235 2253  
商店網站:https://mr-tree.webnode.tw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 
3.假日及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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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饡鐵板燒 
消費滿仟折佰 

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 59 號       電話: 04-2258 8000 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arigato.com.tw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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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華宮素菜餐廳台中店 

歐式自助百匯享9折 

地址: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657 號       電話: 04-2295 5298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saintlotus.com.tw/index.html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 
3. 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農曆春節(2/2~2/10)、母親節(5/11~5/12)等，及特殊促銷活動恕不適用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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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允寶泉食品 

商品消費享9折 

地址:台中市向上北路136號(草梧道店)、台中市自由路二段36號(自由店)  
電話:04-23027552(草梧道店)、 04-2222225(自由店) 
商店網站:https://www.chenyunpaochuan.com.tw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 
3.折扣.不含特價品 

自由店/草梧道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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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森宇治抹茶專賣店-存中總店 

消費滿888 享9折 

地址:台中市西區存中街161巷1號 
電話:04-2375-6262 
商店FB: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stea2007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 
3.10%服務費不計入滿額888金額中。 
4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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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石咖啡蔬食廚坊 

消費享9折 

商店地址: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三段221號 
商店電話:(04)23268933 

澄石心天畝 

消費享9折 

商店地址: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3號 
商店電話:049-2870101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
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
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
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
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
13 



寬心園精緻蔬食-文心公益店 
滿500元送50元折抵劵(可累送)， 

再加贈主廚菜色乙份 

商店地址:台中市文心路一段435號 
電話:04-2251 6182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easyhouse.tw/ 

台中商旅-CHEZ HUNG 
餐飲消費享9折 

商店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593號
商店電話:04-2255 6688 
商店網站:http://www.hungsmansion.com/ 

注意事項：1.現場用餐消費滿NT$500(含)以上即贈【50元用餐
折抵券乙張】，滿NT$1000(含)以上送【50元用餐折抵券兩張】
(可累送)2.主廚菜色須於點餐時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
聯名卡始得贈送,每桌限乙份3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
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4.點餐前請務
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
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5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
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
注意事項：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
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
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
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
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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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達茶餐廳(養生素食館) 

消費享95折 
並另外招待香港特色小吃乙份 

地址:台中市西區公正里東興路三段107號     電話: 04-2320-4188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3.本優惠服務費另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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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登咖啡專賣店 

外帶消費享95折 
下午茶時段單點飲料，即送小鬆餅個人份一份。 

地址: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大墩十四街１５２號     電話: 04-23286798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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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達港式餐廳 

消費享95折 
並另外招待香港特色小吃乙份 

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929號一樓     電話: 04-2320-2658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3本優惠.服務費另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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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麗金餐飲集團 
市政店港式飲茶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15號     電話: 04-2252-7777 
商店網站: http://www.polygramgroup.com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3本優惠.服務費另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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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麗金餐飲集團 
崇德店港式飲茶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345號     電話: 04-2242-5333 
商店網站: http://www.polygramgroup.com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3本優惠.服務費另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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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E Restaurant- 柴燒牛排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１７０號１樓     電話: 04-2377 0077 
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forerestaurant2015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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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澄懷石割烹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158號      電話: 04-2258 9268 
FB:  https;//www.facebook.com/真澄懷石割烹-572404562914391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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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7%9C%9F%E6%BE%84%E6%87%B7%E7%9F%B3%E5%89%B2%E7%83%B9-572404562914391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7%9C%9F%E6%BE%84%E6%87%B7%E7%9F%B3%E5%89%B2%E7%83%B9-572404562914391/


KODO和牛燒肉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 403台中市西區公益路260號1樓          電話:04-23220312 
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KoDo和牛燒肉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3.折扣不含服務費，服務費不打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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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香樓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403 台中市西區精誠八街12巷2號         電話:04-23299968 
網站:http://yanxianglou.weebly.com        FB :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yanxianglou 

注意事項：1.本活動限制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優惠，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
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且不得與店家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，亦不得要求折抵現金、退款。2.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
費。3.特殊節日不適用本優惠:農曆除夕、初二、母親節、父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或現場說明為主。4.本活動若有未盡事項或優
惠更動依店家現場公告為準。5.永豐信用卡保有隨時修改、變更或終止本活動權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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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香亭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403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B1                電話:04-23261759 
網站:http://yanxiangting.weebly.com         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yanxiangting 24 

注意事項：1.本活動限制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優惠，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
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且不得與店家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，亦不得要求折抵現金、退款。2.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
費。3.特殊節日不適用本優惠:農曆除夕、初二、母親節、父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或現場說明為主。4.本活動若有未盡事項或優
惠更動依店家現場公告為準。5.永豐信用卡保有隨時修改、變更或終止本活動權力。 

http://yanxiangting.weebly.com/
http://yanxiangting.weebly.com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yanxiangting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yanxiangting


妃黛美式海鮮餐廳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403 台中市西區自立街117號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4-23756513 
網站:http://fideletw.weebly.com                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fidele.tw 25 

注意事項：1.本活動限制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優惠，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聯
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且不得與店家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，亦不得要求折抵現金、退款。2.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
費。3.特殊節日不適用本優惠:農曆除夕、初二、母親節、父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或現場說明為主。4.本活動若有未盡事項或優
惠更動依店家現場公告為準。5.永豐信用卡保有隨時修改、變更或終止本活動權力。 

http://fideletw.weebly.com/
http://fideletw.weebly.com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fidele.tw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fidele.tw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fidele.tw


石井屋日本料理台中文心店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27號       電話: 04-2317 8808 
FB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Ishiihouse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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咕嚕咕嚕音樂餐廳 

消費享95折 

地址:臺中市西區吉龍里五權西四街１３巷２號１樓       電話: 04-2378-3128FB: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4.折扣不含服務費以及酒水，服務費以及酒水不打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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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娜飛台中公益店 
四人同行送一份紐澳良BBQ烤雞翅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價值250元) 

地址: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128號        
電話: 04-2323-1668 

冠鴻羊雞城 
消費享95折 

商店地址:403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9-3號1樓
商店電話:(04)2227-1319 
商店網站:http://ec-ghsc.smartweb.tw/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四人同行於店內用餐且需滿四人低消，即符合資格。 
3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
注意事項：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
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
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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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咖萃咖啡廚房 
          ●內用消費享95折 

               ●咖啡買一送一 
               ●當月壽星內用餐享85折 

地址: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128號        
電話: 04-2323-1668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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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熹燒肉 
每桌招待一份主廚私房菜 

地址:台中市公益路二段230號        
電話: (04)22550307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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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官火鍋專家 
消費滿NT$800 送魚麵一份 

商店網址：http://www.a-kuan.com.tw 
FB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kuangroup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，本優惠需另加原價10%服務費。 
3.特殊節慶不適用本優惠，如元旦、農曆春節、西洋情人節、母親節等，以餐廳公告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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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店資訊 分店電話 分店地址 

 台北信義新光A8館  (02)8788-1832 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2號B2F 

 台北天母新光百貨  (02)2873-0881 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200號B棟3F 

 台北江子翠  (02)8259-5289 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76號 

  台北樹林秀泰   (02)2686-5373  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里樹新路40-6號7F 

 豐原和平店  (04)2515-0928  台中市豐原區和平街28-1號 

 台中大隆店  (04)2319-3085 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2號 

 台中漢口店  (04)2237-9828 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220-1號 

 台中漢口二店  (04)2315-7258 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二段221號 

 台中中科店  (04)2460-8557 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-79號 

 台中朝富店  (04)2258-3823 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62號 

 台中太原店  (04)2437-8335  台中市北屯區旱溪東路三段2號 

  台中中友店  (04)2225-8580 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三段161號 B棟B3 

 台中廣三SOGO店  (04)2320-3978 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459號15F 

 台中新光三越店  (04)2258-7098 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1號B2F 

  台中文心秀泰店   (04)2475-9889  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289號B1 

http://www.a-kuan.com.tw/
http://www.a-kuan.com.tw/
http://www.a-kuan.com.tw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kuangroup


赤鬼牛排 
贈赤鬼沙拉乙份 

地址: 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2段170號(台灣大道店)、 407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1號(逢甲店)  
406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03號(崇德店)、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18號(高雄店) 
電話: (04)2206-0078(台灣大道店)、 (04)2452-7277(逢甲店)、 (04)2242-9933(崇德店)、07-5568895(高雄店) 
商店網站: http://akaonisteak.com/  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3.本優惠僅適用 台灣大道店、逢甲店、崇德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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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ef King  

贈送頂級美國USDA PRIME  
沙朗牛一份 

商店地址: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935號 
商店電話:04-2389-7555 

佐賀野仁/日本和牛極緻燒肉放題 

送頂級牛舌一份 

商店地址:臺中市南屯區龍富路四段583號 
商店電話:04-2383-3393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
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
家享受本優惠。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
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點餐前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
店家享受本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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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舞生活會館 
新入會享會員9折 

贈送10堂團體泳訓課 
(擇一享優惠) 

地址:台中市西區大業路45號       電話: 04-36007878 
商店網站:cffc.swmall.com.tw/index.aspx 

注意事項： 
1.本優惠限刷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方得享有，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。 
2. 請務必先出示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告知店家享受本優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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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1. 活動期間︰即日起~2019/12/31，須使用永豐MITSUI OUTLET PARK 聯名卡支付費用方享優惠。 
2. 使用前請主動告知店家使用本優惠，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，亦不得要求折抵現金、退款。 
3. 詳細優惠辦法依各店家公告為準。 
4. 本活動若有未盡事項或優惠更動依店家現場公告為準。 
5. 永豐信用卡保有隨時修改、變更或終止本活動權力。 


